
採取環境可持續發展的營運模式
安進採取環境可持續發展的營運模式，這不但能夠減低對環境的影響，亦可提升效率及

創造價值。安進設立AMGreen以推動一系列環保措施，目標是有效減少廢物、循環再用資
源和節約能源。員工還定期每季與推動可持續發展的機構見面，學習和了解最新的可持

續發展動向。於2019年9月，安進香港成功舉辦了首場海灘清潔活動，合共清理了達80公
斤的廢物。

啟發下一代的科學體驗計劃
安進基金會於1991年成立，致力推動科學教育的良好發展，啟發新一代的創新者，給予他
們機會打造美好的未來社區。基金會是安進舉辦企業慈善活動的主要平台。自2014年起，
基金會已在日本、澳洲及亞太地區投入了400萬美元推行各項計劃，當中包括安進生物科
技體驗及安進獎學金計劃。

安進生物科技體驗 (Amgen Biotech Experience)

在香港，安進生物科技體驗是一項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的特別計劃。該計劃為加強香港

中學文憑考試的生物科課程而設，實踐了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 (STEM) 教育中結合的重
要一環。自2016年起，此計劃已接觸了43間學校、85位教師、73位學校實驗室技術員以及
超過2,900名學生。安進透過培育一群科學教師在生物科技教學、課程和技術方面的知識，
希望推動生物科技加入香港的正規科學課程。

安進獎學金計劃 (Amgen Scholars)

安進獎學金計劃於2006年推出，讓學生能夠善用暑假，參加科學相關的學習體驗。在計
劃的安排下，學生可參與生物科技研究，學習有關生物科技和藥物研發的知識。一共有4
間日本及亞太區的大學支持這項計劃，當中包括日本京都大學、日本東京大學、新加坡國

立大學及中國清華大學。

日本及亞太區領先的生物科技公司
早於2007年，安進於香港設立日本及亞太區的主要臨床研究中心，持續促進安進與當區
研究人員之間的合作，並透過專業知識交流提升安進臨床產品的品質。因此，安進將日本

及亞太區總部設於香港，管理整個地區的業務運營。我們以可靠的製劑經驗，透過科學

和生物科技為超過萬名患者提供穩健服務，改善他們的健康。

在生物製藥方面追求卓越表現

安進作為全球生物製劑領導者，一直在穩定性上保持傑出記錄，為亞洲地區的患者提供

可靠、創新而優質的藥物。憑藉企業先進的設施、全球性的生產網絡，以及地區團隊的同

心協力，讓我們能確保藥物的質量和供應。此外，安進認為嚴格的品質控制、穩定的藥物

供應與科學創新同樣重要。安進作為行業領導者，同時亦是生物相似劑的製造商，我們

竭力為患者提供更多選擇，並致力促進醫療系統的可持續發展。

關於我們

安進致力研發及製造優質藥物，以突破性的生物科技，為患者提供創新的治療方案。我們

專注研究與日俱增的醫療需求，憑藉專業知識和努力不懈的精神，尋求創新方法改善治療

結果，提升患者的生活質素。

安進香港
安進香港於2016年成立，逐步為香港和澳門的患者帶來創新的藥物選擇。我們投入服務
後，不但提升本地科學理念的交流，促進合作研究等，更為患者帶來創新療法。

業務發展里程碑：為香港醫療界寫下新一頁
安進香港致力提供創新而優質的療法及生物相似劑，幫助垂危和慢性病患者獲得適切

治療。 

2014年－2017年：申請和取得創新癌症藥物上市批准

在2014年至2016年間，安進重新在香港/澳門為5項創新藥物取得市場經營及銷售許可，
而安進現時為Neupogen® (非爾司亭) 及 Neulastim® (培非司亭)、博力加® (地舒單抗/仿保骨

素)、維替比® (帕尼單抗) 及適治華® (地舒單抗)的市場經營及銷售許可持有者。此外，瑞

百安®(依伏庫人單抗) 亦於2016年5月取得香港衞生署的市場經營許可，並於2017年11月取
得澳門衛生局的銷售許可。而Kyprolis®(卡非佐米)也分別於2016年12月及2017年2月取得

香港衞生署的市場經營許可及澳門衛生局的銷售許可。

2016年－2019年：擴充公司規模以服務更多患者 

安進在2016年5月於香港設立，並於2016年10月以安進亞洲控股有限公司全面投入運作。
成立初期雖只有3名全職員工，但很快便擴充至10名員工，當時該批人員負責藥物銷售及市
場推廣。安進著重培訓人才，令公司發展迅速，2018年安進香港分部正式成立為法律實體。
目前，安進香港約有接近50名全職員工提供全面的服務，覆蓋六個治療範圍，包括骨骼健
康、心血管疾病、癌症、類風濕性關節炎、炎症和血液疾病。在2019年，我們在香港和澳門
地區為約30,000名患者提供服務。

優化醫療系統
安進香港致力採取創新的方法，以務實及可持續的方式為市場提供醫療資源，改善患者

的治療方式及生活。為此，我們與地區及本地持份者合作，優化醫療系統，和節省社會的

醫療成本。我們更與香港的非政府組織合作，推出藥物援助計劃，讓患者能夠在整個療

程中得到適切和及時的治療及護理。自2016年起，我們肩負起提升醫療及健康資源的使

命，在推廣本地醫學教育、政策發展及準備藥物投入市場方面投資超過1億港元。此外，我

們更與病人組織合作，向公眾推廣疾病教育，與社區分享疾病相關的科學知識。

以人為本
安進認為人才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對員工關懷備至。我們非常重視員工事業發展及生活，

為員工制定了一系列的家庭友善措施，包括彈性工作安排及在家工作政策。2019年，安進香

港獲頒「商界展關懷」嘉許標誌，展現了我們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承擔。為了配合員工的事業

發展，安進積極地為員工提供事業發展指導，以及個人獎勵，藉以鼓勵員工發展充實而有

意義的事業。此外，我們不時對團隊成員提供培訓、進行評估、提供適時反饋，亦為他們設

立以服務患者為本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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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進使命

服務患者 

安進概覽

公司總部 

美國加州千橡市

日本及亞太區總部

香港 

職員

全球約20,000名員工

安進香港的員工人數為50人

上市公司編號
NASDAQ: AMGN

安進香港負責人 

香港及澳門總經理 

張欣庭女士

安進香港聯絡資料 

香港鰂魚涌太古坊華蘭路18號
港島東中心4樓407-412室

電話：+852 2843 1178

香港區產品
• AMGEVITATM (阿達木單抗
生物相似製劑)

• BLINCYTO® (蘭妥莫單抗)

• EVENITY® (羅莫組單抗)

• KANJINTI® (曲妥珠單抗
生物相似製劑)

• KYPROLIS® (卡非佐米)

• MVASITM (貝伐珠單抗
生物相似製劑)

• NEULASTIM® (培非司亭)

• NEUPOGEN® (非爾司亭)

• PARSABIV® (維拉卡肽)
• 博力加® (地舒單抗/ 仿保骨

素)

• 瑞百安® (依伏庫人單抗)

• 維替比® (帕尼單抗)

• 適治華® (地舒單抗)

想知道更多有關安進香港的

詳情，請瀏覽：

www.amgen.com.hk

點擊連結了解更多詳情：

安進基金會

安進生物科技體驗 

安進獎學金計劃 

安進生物相似劑



安進香港
安進香港於2016年成立，逐步為香港和澳門的患者帶來創新的藥物選擇。我們投入服務
後，不但提升本地科學理念的交流，促進合作研究等，更為患者帶來創新療法。

業務發展里程碑：為香港醫療界寫下新一頁
安進香港致力提供創新而優質的療法及生物相似劑，幫助垂危和慢性病患者獲得適切

治療。

2014年－2017年：申請和取得創新癌症藥物上市批准

在2014年至2016年間，安進重新在香港/澳門為5項創新藥物取得市場經營及銷售許可，
而安進現時為Neupogen® (非爾司亭) 及 Neulastim® (培非司亭)、博力加® (地舒單抗/仿保骨

素)、維替比® (帕尼單抗) 及適治華® (地舒單抗)的市場經營及銷售許可持有者。此外，瑞

百安®(依伏庫人單抗) 亦於2016年5月取得香港衞生署的市場經營許可，並於2017年11月取
得澳門衛生局的銷售許可。而Kyprolis®(卡非佐米)也分別於2016年12月及2017年2月取得
香港衞生署的市場經營許可及澳門衛生局的銷售許可。

2016年－2019年：擴充公司規模以服務更多患者 

安進在2016年5月於香港設立，並於2016年10月以安進亞洲控股有限公司全面投入運作。
成立初期雖只有3名全職員工，但很快便擴充至10名員工，當時該批人員負責藥物銷售及市
場推廣。安進著重培訓人才，令公司發展迅速，2018年安進香港分部正式成立為法律實體。
目前，安進香港約有接近50名全職員工提供全面的服務，覆蓋六個治療範圍，包括骨骼健
康、心血管疾病、癌症、類風濕性關節炎、炎症和血液疾病。在2019年，我們在香港和澳門
地區為約30,000名患者提供服務。

優化醫療系統
安進香港致力採取創新的方法，以務實及可持續的方式為市場提供醫療資源，改善患者

的治療方式及生活。為此，我們與地區及本地持份者合作，優化醫療系統，和節省社會的

醫療成本。我們更與香港的非政府組織合作，推出藥物援助計劃，讓患者能夠在整個療

程中得到適切和及時的治療及護理。自2016年起，我們肩負起提升醫療及健康資源的使
命，在推廣本地醫學教育、政策發展及準備藥物投入市場方面投資超過1億港元。此外，我

們更與病人組織合作，向公眾推廣疾病教育，與社區分享疾病相關的科學知識。

以人為本
安進認為人才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對員工關懷備至。我們非常重視員工事業發展及生活，

為員工制定了一系列的家庭友善措施，包括彈性工作安排及在家工作政策。2019年，安進香
港獲頒「商界展關懷」嘉許標誌，展現了我們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承擔。為了配合員工的事業

發展，安進積極地為員工提供事業發展指導，以及個人獎勵，藉以鼓勵員工發展充實而有

意義的事業。此外，我們不時對團隊成員提供培訓、進行評估、提供適時反饋，亦為他們設

立以服務患者為本的目標。

採取環境可持續發展的營運模式
安進採取環境可持續發展的營運模式，這不但能夠減低對環境的影響，亦可提升效率及

創造價值。安進設立AMGreen以推動一系列環保措施，目標是有效減少廢物、循環再用資

源和節約能源。員工還定期每季與推動可持續發展的機構見面，學習和了解最新的可持

續發展動向。於2019年9月，安進香港成功舉辦了首場海灘清潔活動，合共清理了達80公

斤的廢物。

啟發下一代的科學體驗計劃
安進基金會於1991年成立，致力推動科學教育的良好發展，啟發新一代的創新者，給予他
們機會打造美好的未來社區。基金會是安進舉辦企業慈善活動的主要平台。自2014年起，
基金會已在日本、澳洲及亞太地區投入了400萬美元推行各項計劃，當中包括安進生物科

技體驗及安進獎學金計劃。

安進生物科技體驗 (Amgen Biotech Experience)

在香港，安進生物科技體驗是一項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的特別計劃。該計劃為加強香港

中學文憑考試的生物科課程而設，實踐了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 (STEM) 教育中結合的重
要一環。自2016年起，此計劃已接觸了43間學校、85位教師、73位學校實驗室技術員以及
超過2,900名學生。安進透過培育一群科學教師在生物科技教學、課程和技術方面的知識，

希望推動生物科技加入香港的正規科學課程。

安進獎學金計劃 (Amgen Scholars)

安進獎學金計劃於2006年推出，讓學生能夠善用暑假，參加科學相關的學習體驗。在計
劃的安排下，學生可參與生物科技研究，學習有關生物科技和藥物研發的知識。一共有4

間日本及亞太區的大學支持這項計劃，當中包括日本京都大學、日本東京大學、新加坡國

立大學及中國清華大學。

日本及亞太區領先的生物科技公司
早於2007年，安進於香港設立日本及亞太區的主要臨床研究中心，持續促進安進與當區

研究人員之間的合作，並透過專業知識交流提升安進臨床產品的品質。因此，安進將日本

及亞太區總部設於香港，管理整個地區的業務運營。我們以可靠的製劑經驗，透過科學

和生物科技為超過萬名患者提供穩健服務，改善他們的健康。

在生物製藥方面追求卓越表現 

安進作為全球生物製劑領導者，一直在穩定性上保持傑出記錄，為亞洲地區的患者提供

可靠、創新而優質的藥物。憑藉企業先進的設施、全球性的生產網絡，以及地區團隊的同

心協力，讓我們能確保藥物的質量和供應。此外，安進認為嚴格的品質控制、穩定的藥物

供應與科學創新同樣重要。安進作為行業領導者，同時亦是生物相似劑的製造商，我們

竭力為患者提供更多選擇，並致力促進醫療系統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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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進使命

服務患者 

安進概覽

公司總部

美國加州千橡市

日本及亞太區總部

香港 

職員

全球約20,000名員工

安進香港的員工人數為50人

上市公司編號
NASDAQ: AMGN

安進香港負責人

香港及澳門總經理 

張欣庭女士

安進香港聯絡資料 

香港鰂魚涌華蘭路18號     

港島東中心4樓405-12室

電話：+852 2808 3988 

香港區產品

• AMGEVITATM (阿達木單抗
    生物相似製劑)

• BLINCYTO® (蘭妥莫單抗)

• KANJINTI® (曲妥珠單抗 

生物相似製劑)

• KYPROLIS® (卡非佐米)

• NEULASTIM® (培非司亭)

• NEUPOGEN® (非爾司亭) 

• PARSABIV® (維拉卡肽)

• 博力加® (地舒單抗/ 仿保

骨素)

• 瑞百安® (依伏庫人單抗)

• 維替比® (帕尼單抗) 

• 適治華® (地舒單抗)

想知道更多有關安進香港的

詳情，請瀏覽：

www.amgen.com.hk

點擊連結了解更多詳情：

安進基金會

安進生物科技體驗 

安進獎學金計劃 

安進生物相似劑

https://www.amgen.com/responsibility/amgen-foundation/
https://www.amgenbiotechexperience.com/
https://amgenscholars.com/
https://www.amgenbiosimilars.com.hk/zh-hk



